
Donvale Dunkers Teamstuff Instruction (Simplified) 

If you are the PARENTS or PLAYERS 

如果你是家长或球员 

If you are the TEAM MANAGER/COACH 

如果你是教练或团队经理 

如何加入 Teamstuff 

 

你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进入 Teamstuff...... 

1. 如果你是新队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等你的教练或团队经理

发你电子邮件邀请你进入 Teamstuff。请点击电子邮件中的

链接并跟从引导，完成创建帐户。 

2. 如果你已经是 Teamstuff 用户, 最简单的方法是登录您的

teamstuff APP。当您的教练或团队经团理用您的电子邮件

地址邀请您时，Teamstuff 会通知你并添加你到你的新团

队。 

3. 最后一种方式进入团队 Teamstuff 是通过特殊的网址 

（URL）。您的团队 可能已经创建了一个特殊的网址。如果

你使用这个 地址，  Teamstuff 将按照正常 情况 将您加入

团队 - 您可以在加入时创建帐户或使用现有帐户。 

 

如何加入 Teamstuff 

 

你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进入 Teamstuff...... 

1. 如果你是新教练或团队经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等你的 Donvale Dunkers 协

调人发你电子邮件邀请你进入 Teamstuff。请点击电子邮件中的链接并跟从引

导，完成创建帐户。 

2. 如果你已经是 Teamstuff 用户, 最简单的方法是登录您的 teamstuff APP。当

您的 Donvale Dunkers 协调人发你电子邮件邀请你进入用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邀请您时，Teamstuff 会通知你并添加你到你的新团队。 

3. 最后一种方式进入团队 Teamstuff 是通过特殊的网址 （URL）。您的团队 可

能已经创建了一个特殊的网址。如果你使用这个 地址，  Teamstuff 将按照正

常 情况 将您加入团队 - 您可以在加入时创建帐户或使用现有帐户。 

 

创建了一个 Teamstuff 帐户...... 

 

在继续之前，您需要确保已经验证了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 和帐户。  

检查收件箱中是否有来自 Teamstuff 的电子邮件，标题为“ 请验证

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  

 

 你是家长或球员，你可以： 

创建了一个 Teamstuff 帐户...... 

 

在继续之前，您需要确保已经验证了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 和帐户。  检查收件箱中是

否有来自 Teamstuff 的电子邮件，标题为“ 请验证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 

 既然您已经验证了自己的帐户，那么您将希望了解您在 Teamstuff 中 的角色 以及可

以为您提供帮助的一些关键功能; 

 

 你是教练或团队经理，你可以：  



Donvale Dunkers Teamstuff Instruction (Simplified) 

If you are the PARENTS or PLAYERS 

如果你是家长或球员 

If you are the TEAM MANAGER/COACH 

如果你是教练或团队经理 

•  加入团队-  通过您的团队教练或团队经理发送的电子邮

件。  

•  收到 有关比赛和培训时间和地点和收到提醒  

•  通过设置您的出勤率，让团队管理员知道您是否能够参加  

•  开展你被分配的职责 

•  创建团队  

•  通过电子邮件邀请团队成员加入您的团队（我们只会在您验证帐户后发送电

子邮件）  

•  创建活动  -比赛和培训时间和地点    

•  创建和分配 职责  

•  管理出勤  

•  添加资源（文档和链接）  

  

 

 

 

 

 

 

 

 

 

 

创建团队 

 开始在 Teamstuff 创建团队之前, 您需要以下的信息; 

 1.团队细节 （团队名称等，比如 U12DD1）  

 2. 团队经理和教练的电子邮件 （只需要的 一封电子邮件）  

 3.每个团队成员的电子邮件 （每个团队成员只需要提供一封电子邮件） 

   

 创建团队  

 在 teamstuff 网络注册或登录后，Teamstuff 将引导您完成此过程： 



Donvale Dunkers Teamstuff Instruction (Simplified) 

If you are the PARENTS or PLAYERS 

如果你是家长或球员 

If you are the TEAM MANAGER/COACH 

如果你是教练或团队经理 

1. 寻找“新团队”图标；添加团队名称等基本细节 - 请务必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儿

童团队 （让邀请父母过程更容易）

 

2. 然后邀请球员。  只需邀请一位家长；每个团队成员只需要提供一封电子邮

件。 如果父母有多个孩子 也 只需邀请他们一次，他们可以在接受邀请时添加

2 个或更多孩子。 Teamstuff 将通过电子邮件向您邀请的每位球员，教练或

经理发送邀请。 



Donvale Dunkers Teamstuff Instruction (Simplified) 

If you are the PARENTS or PLAYERS 

如果你是家长或球员 

If you are the TEAM MANAGER/COACH 

如果你是教练或团队经理 

  

设置团队首选项  

您可以设置团队首选项，让您的团队按照您希望的方式运行。 在下面的示例

中，设置了团队徽标 （提示 ：鼠标悬停在徽标区域上更新它）。要更改任何

团队设置 - 只需使用“团队设置”一词附近的铅笔图标即可

 

 



Donvale Dunkers Teamstuff Instruction (Simplified) 

If you are the PARENTS or PLAYERS 

如果你是家长或球员 

If you are the TEAM MANAGER/COACH 

如果你是教练或团队经理 

设置比赛和培训首选项 

我们认为设置是使用“未知”偏好。这让球员或他们的父母有意识地做出了 

“是否来了“的决定和助你管理出勤率。   

 

 

创建 Donvale Dunkers Team 电子邮件  

最后一个'设置'是创建自己的团队的电子邮件。 团队电子邮件是一个始最新的分发列

表。您向该地址发送电子邮件 , Teamstuff 将其发送给整个团队。



Donvale Dunkers Teamstuff Instruction (Simplified) 

If you are the PARENTS or PLAYERS 

如果你是家长或球员 

If you are the TEAM MANAGER/COACH 

如果你是教练或团队经理 

 

添加比赛和培训   

在 Teamstuff，您可以添加您的比赛和培训时间 并分配家长的职责。Teamstuff 将这

些信息传达出去。 

  如何添加比赛？  

您可以在网站添加比赛详情或应用 Teamstuff APP。  

在网上  

登录 teamstuff 网站，在日程上找‘添加比赛‘按钮 

  



Donvale Dunkers Teamstuff Instruction (Simplified) 

If you are the PARENTS or PLAYERS 

如果你是家长或球员 

If you are the TEAM MANAGER/COACH 

如果你是教练或团队经理 

Teamstuff 将指导您完成整个过程，您可以在此处完成 4 个步骤 ;  

 1.关于比赛 - 赛季，主场或客场以及对手  

 2. 比赛时间 - 日期和时间 

 3. 比赛地点- 在 google 可查找到地址  

 4. 保存并查看。发送出去。  

请看下面的示例： 

 



Donvale Dunkers Teamstuff Instruction (Simplified) 

 

 

 一旦游戏进入 teamstuff 并发送出去后，teamstuff 还会发出提醒信息。 



Donvale Dunkers Teamstuff Instruction (Simpl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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